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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
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
力量，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中小企业发展，在财税金融、
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
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
效。同时，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
境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
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
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为促进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
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按照竞
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营商
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
和发展动力。认真实施中小企
业促进法，纾解中小企业困难，
稳定和增强企业信心及预期，加
大创新支持力度，提升中小企业
专业化发展能力和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水平，促进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

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
制，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
投标、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打造

公平竞争环境，提供充足市场空间。不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事项，推进“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最大程度实现准入便利化。

（二）主动服务中小企业。进一步深化对中小企业的“放
管服”改革。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注册登记、注
销更加便利化。推进环评制度改革，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备
案制，将项目环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一半。落实好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清理废
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主动服务企
业，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要“一企一策”给予帮助。

（三）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寓
监管于服务之中。避免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和金融机
构去杠杆中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置措施。深入推进
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保障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坚决保护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严格禁止
各种刁难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问责追责。

三、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定向
降准政策。加大再贴现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小微
企业500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贴现。将支小再贷款政策适用
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含新型互联网银行）。将单
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
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下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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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宗申制造”)，蒋文彬的岗位
变了——由一名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的装
配工，转岗为物料配送工。出乎蒋文彬意
料的是，如今工作强度减轻了，每月工资还
比以前多拿300元。

蒋文彬今年40岁，在宗申制造摩托车
发动机1011生产线从事一线操作已有8
年。以前，他的工作是为摩托车发动机装
配电机，工人们称之为“拧螺丝”——每装
配一台电机耗时约25秒，他每天最多可以
装配1500台，工作强度很大。

去年11月，蒋文彬被企业告知，由于
1011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他将被调往
另一条生产线从事物料配送。

与他一起调整到新岗位的，还有1011
生产线上的60多名工友，他们都被转岗到
了宗申制造其他一线操作岗位。

“当时心里有些忐忑。”日前，蒋文彬接
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即将离开
熟悉的生产线，去一个新岗位工作，难免为

“新饭碗”担忧；另一方面也在暗自琢磨，这
些智能化的“铁坨坨”，真能比他这样在装配
工岗位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师傅更管用？

很快，智能化改造的效果便让蒋文彬
心服口服——相比传统生产线，改造后的
1011生产线，操作人员减少了一半，同时生
产效率提高14%，产品不良品率降低26%，
运营成本降低 17%，单位生产能耗降低
29%。

宗申制造总经理陈耀军介绍，1011智
能制造装配生产线使用了大数据、数字模
拟和工业物联网等技术，由智能装配、智能
物流、智能信息等三个系统组成。其中，仅
智能装配就有12个自动化单元，配备近
200台全自动专机、机器人、机器手、电动伺
服压装缸等智能设备，通过运用激光检测、
扭矩检测、伺服压装等前沿工艺，使生产过
程实现了工艺单元化、通讯标准化、制造协
同化、生产数据价值挖掘等。

（下转６版）

宗申制造实施智能化改造后，生产线上节省的人力去哪儿了——

60多名工人“充电”后有了新岗位
本报记者 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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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茶农在南川区乾丰镇德尚碑茶
园采摘清明茶。清明时节，气温升高，南川区
近10万亩茶园进入盛采期，茶叶企业及时组
织茶农抢采清明茶，加工成品牌绿茶以供应
市场。 特约摄影 瞿明斌

南川：抢采清明茶

精彩重庆，精彩讲述。3月25日起，我
市启动“晒文化·晒风景”（以下简称“双晒”）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陆续推出云阳、南川、长
寿、秀山4个区县，充分展示各区县的“颜
值”和“气质”，坚定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也促进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文旅融合
发展。

伴随着一幅幅人文与美景交相辉映的
画卷，以文、图、影、音、书、画等形式在全媒
体传播，该活动在全国文化界、旅游界、传媒

界及市民中引发热烈反响，被赞为“美学视
野下，城市品牌提升与传播的经典创意”。

云阳：汇聚发展新动力

3月25日，云阳县在全市率先拉开“双
晒”活动的序幕。“区县故事荟”版面大气新
颖，故事有厚度、有温度、可读性强，展现了
云阳悠久、厚重、多元的历史人文和得天独
厚的自然风情；“书记晒文旅”主题清晰、构
架完整，带入感强、画面精美，令人震撼；“炫

彩60秒”动感时尚、内容精炼、易于传播。
云阳籍商人、上海傣芯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小刚称：“看见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化
身‘导游’，讲述普安恐龙化石群、张飞庙、云
阳博物馆等精彩故事，推介云阳奇美的自然
风光，我有种马上买张机票飞回家的冲动。”

网民“tya”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云阳
人，我感到自豪骄傲，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网民“阿丫丫”留言说：“‘双晒’展示了新时
代云阳的魅力。”

据初步统计，该县“书记晒文旅”“区县
故事荟”和“炫彩60秒”三个作品，全网阅读
量超过1000万次，两微一端等平台转载、传
播30万余次，新华网、人民网等60余家媒体
参与转载推送。

“本次活动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认同感、
幸福感，增强了共谋发展的凝聚力。作品深
度挖掘了云阳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展示生
态和人文，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文旅融
合发展。”云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

长寿：坚定了文化自信

4月1日，长寿区在全媒体重磅推出“书
记晒文旅”“区县故事荟”和“炫彩60秒”三
个作品。该区以“长寿文化”为主线，浓墨重
彩地书写了巴寡妇清炼丹、文星拜寿星、谯
定推动“洛学入蜀”等人文故事，突出独具特
色的“长寿文化”。 （下转６版）

重庆“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

晒出颜值与气质 晒出自信与发展
本报记者 韩毅 颜安 王翔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7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获悉，今年重庆力
争新开10条国际航线，其中，重庆到俄罗斯
圣彼得堡、匈牙利布达佩斯、老挝万象、菲律
宾马尼拉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航线，引人关注。

打通三条国际通道

截至今年2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累
计开通国际航线84条，通航5大洲27个国家
63个城市，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航线有54条，通航17个国家40个城市。

“今年重庆机场计划新开10条国际航
线，目前已开通两条。”重庆机场集团市场部
工作人员陈文畅介绍，1月11日开通了重庆

至缅甸曼德勒的直飞航线，1月27日开通了
至仰光的直飞航线，预计6月份将开通直飞
日本名古屋、静冈两地的航线，由四川航空执
飞。此外，还计划开通布达佩斯、圣彼得堡、
旧金山、马尼拉、雅加达、万象等国际航线。

“其中，重头戏是直飞的洲际航线，这是
重庆正在努力争取的。”陈文畅举例说，重庆
机场将与海南航空合作，开通直飞布达佩
斯、圣彼得堡、旧金山的国际航线。

下一步，重庆将在已有的“一带一路”航
线基础上，扩展国际航线网络，打通三条国
际通道——

第一条是欧洲出发，经停重庆，飞往大
洋洲的航线；第二条是非洲出发，经停重
庆，再飞至东北亚的航线；第三条是南亚出

发，经停重庆，最后抵达北美洲的航线。

“袋鼠航线”竞争激烈

在上述三条国际通道中，从欧洲出发、
经停重庆、飞往大洋洲的航线，称为“袋鼠航
线”，其市场价值最高。

为什么叫“袋鼠航线”呢？陈文畅解释，因
为欧洲与大洋洲之间的距离太远，很少有航班
直达，通常要在亚洲经停一次，看起来就像袋
鼠在跳跃，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袋鼠航线”。

“‘袋鼠航线’的客源非常丰富，每年有
过万的客流量，而且乘坐头等舱、商务舱的
旅客比例较大。”陈文畅说，因此“袋鼠航线”
的竞争十分激烈，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等
国际知名的航空公司都在争夺这个市场

那么，重庆该如何参与市场竞争呢？陈
文畅认为，重庆作为大洋洲与欧洲之间的中
转站，绕航率较低，能为旅客节约不少时间，

“‘袋鼠航线’这块‘蛋糕’足够大，重庆有自
己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见缝插针去争取这

个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航线是亮点

今年将新开的国际航线中，重庆飞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线是一大亮点。

“圣彼得堡、布达佩斯、万象、马尼拉都
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城市。比如，圣彼
得堡是欧洲重要的物流枢纽，还有铁路与我
国连接。”陈文畅说，两地直航后，可以考虑
发展“多式联运”。

“两年前，匈牙利经贸考察团曾访问重
庆，此后双方一直在积极争取开通直飞航
线。”陈文畅介绍，目前重庆到匈牙利布达佩
斯的航线均要转机，最多的时候要转机三
次，因此，两地直航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

最近，布达佩斯直飞航线有了“眉目”。
3月20日，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发布的一项公
示中显示：海南航空申请执飞重庆到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新航线，拟开航线时间是2019
年8月，每周2班。

织密航线网 拓展“朋友圈”

今年重庆力争新开10条国际航线

这座以玉璧为名的城市，千载以来，虽经几撤几建，
但始终无愧于玉的品质，愈发光彩照人。

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
——北京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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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画好生态画、筑梦高精尖、培育新经济、壮大新动能……党的十九大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因地制宜和从实际出发，蹄疾步稳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即日起，本报开设《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栏目，集中推出中央媒体和本报系列报道，充分反映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

新实践和典型经验，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增

添新动力。《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北京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开

栏之作。


